
 九龍城福音堂（得寶堂） 
2016-2020年五年目標 

人人事奉 共建神家 

2019年5月19日 

講員 ：馮錦鴻牧師 主席：陳慧儀姊妹 

司琴 ：張孔修姊妹 值勤：武凱玲執事 

司鼓 ：區嘉安姊妹        司他：劉達志弟兄           

音響 ：彭志權弟兄 電腦：張美珊姊妹    

招待 ：簡悅建姊妹 事務：陸自容姊妹 

     張鄺鴻弟兄    陳仁傑弟兄 
         

★ 請安靜預備敬拜神 ★ 
 崇拜前請關掉手提電話或其他響鬧裝置。 
序樂 ……………………………………………… 眾坐 

問安 ……………………………………………… 眾坐 

宣召 … 詩篇 二十二 22-23 、27-28………… 眾坐 

詩篇 二十四 7-10  

讚美 …【敬拜主】美樂頌 16 首……………… 眾立 

詩歌 …【除祢以外】 ………………………… 眾立 

詩歌 …【我寧願有耶穌】……………………… 眾立 

祈禱 ……………………………………………… 眾立 

讀經 … 羅馬書六 1-13、十二 1-2 …………… 眾坐 

獻詩 …【我主與我】(青年聖歌 III 21首) 詩班 

講道 … 列祖中的配角………………… 馮錦鴻牧師 

  創世記二十六 1-33  

回應詩歌 …【有福的確據】…………… 

(生命聖詩 414首) 

眾坐 

歡迎新朋友及家事報告 ………………… 武凱玲執事 

恭讀 …【每月經訓、使徒信經】……… 眾立 

三一頌 …………………………………… 眾立 

祝福 ……………………………………… 馮錦鴻牧師   
默禱、殿樂 ……………………………………… 眾坐 

散會、彼此問安 …………………………………  
 
 

少年崇拜 
主  席  ： 熊芷晴姊妹 

信  息  ： 羅柏康弟兄 

兒童崇拜 

 

領  詩  ： 蔡詠婷姊妹 

幼童組  ： 蔡詠婷姊妹 

兒童組  ： 林映姍姊妹 

 

 

 

得寶堂報告事項 
1.是日承蒙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溢堂堂主任 

馮錦鴻牧師蒞臨證道，訓勉及造就信徒，本堂

深表謝意。  

2.基教部將於10月1日(星期二)舉行讀經日營，

誠邀各肢體預留時間出席。 

3.得寶堂堂議會於今日(5月19日)下午2:30在 

2J室舉行，請各成員預留時間出席。 

4.2019年1-3月得寶堂收支如下: 
 1/2019 2/2019 3/2019 

奉獻 

收入 

 

$161,410.00 

 

$115,891.00 

 

$274,950.00 

支出 $72,861.60 $70,512.70 $86,804.91 

盈餘 $88,548.40 $45,378.30 $188,145.09 

 

 

 

5.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晨禱會：4人    週三祈禱會：7人 

成人崇拜  ：92人(遲到人數5人，佔5%) 

少年崇拜  ：7人    兒童崇拜  ：15人 

6.下主日(26/5)主日司職人員表 

講  員 盧炳光傳道 

主  席 陳燕玉姊妹 司琴 陳祈安姊妹 

音  響 彭志權弟兄 電腦 張美珊姊妹 

招  待 曾金桃姊妹、付國會姊妹 

事  務 洪瑞芳姊妹、馮偉明弟兄 

值  勤 阮旭光執事 

少年崇拜 
主  席  ： 吳焯衡弟兄 

信  息  ： 武凱玲執事 

兒童崇拜 

領  詩  ： 張孔修姊妹 

幼童組  ： 陳君誼姊妹 

兒童組  ： 張孔修姊妹 

 

三堂報告事項 
1.本年度的「聯合崇拜暨會友大會」定於 6 月 

30 日在彩頤居眾樂樂堂舉行。敬請各位會友

預留時間出席。 

屆時會選舉 2019 至 2021年度之執事，執事

候選人共有 2位。他們將於 5月至 6 月中期

間到各堂作自我介紹，與弟兄姊妹彼此認

識。 

編排如下： 

  5月19日 阮旭光執事到得恩堂 

          周嘉峯執事到得寶堂 

6月9日  周嘉峯執事到曉光堂 

2.會友大會議程： 

2.1 通過2018年會友大會會議記錄 

（及跟進） 

2.2 省覽並接納2018年度綜合會務報告 

靈命成長扎根深 

事奉蒙福結果多 



2.3 接納2018年度財政報告 

2.4 提名及通過聘請2019年度本會核數師 

2.5 通過聘請2019年度本會核數師費用 

2.6 選舉2019年至2021年度任期執事 

3.其後，召開本年度臨時會友大會。 

臨時會友大會議程： 

3.1 通過修訂教會章程40(a): 

為避免利益衝突，慈善團體管理委員會之成

員必須向其他管理委員會成員申報他與慈善

團體有利害關係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或建議

的交易、安排或合約。為遵守及列出此原

則，加入以下新的條文: 

40(a) 

If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in any wa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erested in a transaction, 

arrangement or contract or proposed 

transaction, arrangement or contract 

with the Church that is significant in 

relation to the Church’s operations 

and his interest is material, he must 

declare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his 

interest to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22). 

3.2 通過修訂教會章程40(b): 

為避免利益衝突，慈善團體管理委員會之成

員不得就其具有利害關係的任何交易、安排

及合約或建議的交易、安排或合約作出表決

及被計入法定人數內; 如他作出表決，有關

票數即不獲點算。 為遵守及列出此原則， 

加入以下新的條文: 

40(b)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ust 

neither vote in respect of the 

transaction, arrangement or contract or 

proposed transaction, arrangement of 

contract in which he is so interested nor 

be counted for quorum purposes in respect 

of the transaction, arrangement or 

contract, and if he does so vote his vote 

shall not be counted. 

三堂肢體動態 

離世 
簡培堂先生(會友得寶堂簡詩韻姊妹的父親)

於 2019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中午離世，求

主安慰姊妹及家人，願神保守家人於安排先

人的身後事及喪禮上得以順利。 

 
宣教代禱事項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為本會所支持之宣教

機構，該會致力翻譯聖經為不同地區之語言。

請為該會於本月起逢星期五舉辦之「港人港經:

本地話譯經」工作坊祈禱， 盼望參加者能體驗

聖經翻譯中的苦與樂而更渴望神的話語。 

 

代禱事項 
1.懇切求主預備傳道同工來牧養教會。 

2.記念教會的栽培與承傳的迫切，求主給智慧和

力量給傳道同工及領袖，從主領受要定的方向

和策略。 

3.為各肢體的年長家人的身體健康禱告，又願他

們能早日信主，以平安的心去面對日漸衰弱的

身體，又求主加添肢體的力量及愛心去照顧家

人。 

九龍城福音堂 
主日崇拜程序表 

2019年 5月 19日 
 

 
【得寶堂】 

九龍牛頭角道 3 號得寶花園商場 2H、2J 及

3M 室 

(彩雲道入) 

電話：2799 0021、2758 5270 

網址：kcec.hk    電郵：takbo@kcec.hk 

 

【曉光堂】 

九龍觀塘秀茂坪曉光街 44 號富華閣 2/F 6B

及 10B 室 

電話：2775 8816   傳真：2717 5110 

網址：hkc.kcec.hk 

電郵：hiukwong@kcec.hk 

 

【得恩堂】 

九龍城衙前圍道 144 號錦利閣一樓 A & B

座 

電話：2716 3010、2716 3050 

傳真：2716 3030  

網址：takyan.kcec.hk 

mailto:takbo@kcec.hk
mailto:takbo@kcec.hk

